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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試探構塑俠形像之電影慣例符碼─ 

以《黃飛鴻》片集為思考點 

 

   第一節  研究策略： 

    上文論及，類型電影之「專屬符碼」，可做為構築制式影像的標準。Hansen

等人從好萊塢片型中，提鍊出電影該具備的符碼、鏡頭語言，如西部片影像該由

哪些要素構成。 

 

    但如Neale（2000）所質疑的，這些慣例、劃分標準，是從美國片型抽取歸

納，故能否適用武俠片，成為很關鍵的問題。比方說，再現中國俠之電影中，影

片之符碼呈現方式為何？是否也像西部片一樣，包含著槍械、馬匹等圖像呢？因

此，筆者擬在下文中整理出再現中國俠的電影曾使用的符碼，了解制式俠形像的

專屬符碼為何，做為研究制式俠圖像之基礎。 

 

    為了回應這兩個問題，本章決定由案例入手，從觀察實際的個案中，理解構

塑俠形像的專屬符碼為何？符碼能提供哪些功能，以助構築俠形像？ 

 

    本章的第二節部份，擬說明「可能」構塑俠形像的專屬元素為何。也就是從

好萊塢片型提鍊出的符碼、鏡頭語言為座標，對應先前對概略俠形像的討論，初

步理解「可能」有哪些外顯形式，能為俠形像服務。 

 

第二節為初步探索。接下來，本文擇一案例，具體的從「俠形像」層面分析，

看上節類目有何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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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節中，本文擬選取某一制式俠形像，並挑選曾出現此造像之影片。文

中也會交待選用該造像、影片案例之因。 

 

第四節則進入案例分析部份。本節研究策略是，以既有符碼、鏡頭語言分析

表為參考座標──也就是利用好萊塢電影之組成元素為基準，來分析研究個案；

再從分析結果中，指出這套類目有哪些不足之處（例如再現俠之符碼，是否還包

含其他面向）？並從中推演出，再現俠之專有符碼，是用什麼方式呈現呢？ 

 

    第五節則歸納先前分析結果，探析構塑俠形像之電影專屬符碼為何。 

 

 

第二節 「可能」為俠形像服務的符碼： 

    前文曾討論構成影像之基本元素。那麼，如果將視覺元素拉進俠形像討論，

可得知何種結果？站在描繪俠之既有慣例上，視覺元素可以提供何種樣貌，來再

現俠形像呢？ 

 

    扣合上章的討論，視覺元素分為慣例符碼、鏡頭語言兩部份。其中慣例符碼

又可分成非言辭符碼（明星、衣裝、道具、器具、地域、時間、聲效、音樂與光

線）和言辭符碼（對話）（Fiske，1990）；鏡頭語言則含鏡頭遠近、移鏡和視角

（Hansen，1998）。 

 

    在非言辭符碼層面，「明星」指涉的是擔綱主要角色的演員；「衣裝」則為明

星的慣常穿著；「器具」指演員攜帶的物件（包括槍械、彈藥之屬），這些構塑了

演員外在的樣貌。而「道具」則指演員週遭的擺設；「地域」為主角行經之地區；

「時間」則指故事發生的時段，標示主要事件的時間。道具、地域和時間，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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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演員週邊的時空環境，讓觀眾能捕捉到當時的情景為何。至於「聲效」和「音

樂」，則是主角發出的聲音和出場配樂。再論「光線」，則是主角出場時，慣常的

燈光色澤、打燈方式，營造主角特有的「質感」。關於言辭符碼部份，「對白」指

的是主角的台詞，與他人對話的內容。 

 

    另外，前文曾言及，以好萊塢片型為基礎之視覺元素類目中，應增入「江湖」

與「招式」兩項，才能展現俠的「犯禁精神」和具體的外顯行為。 

 

    慣例符碼提供了再現演員外形、週邊情景與特有氛圍。至於鏡頭語言，則可

選擇利於觀看演員的角度與位置，「框現」出更好的視覺效果。 

 

    回歸中國俠形像領域，既然俠形像屬視覺範疇，無可避免的，它也必須要藉

慣例符碼和鏡頭語言機制，才能將具像化的呈現在觀眾眼前。那麼，構成俠形像

之電影外顯形式，可能有哪些呢？若以上述的符碼、鏡頭語言為參考座標，扣合

俠形像脈絡，可得下列推論： 

 

1. 明星：既然影片之主角為俠客，那麼慣例符碼裡所謂的「明星」，應指

扮演俠士的演員。 

 

2. 衣裝：衣著指涉的是主角的慣常打扮。扣連到再現中國俠之影片脈絡，

那麼就是俠士的慣例穿著。 

 

3. 器具：器具意指主角常攜帶的器械。而從第貳章討論可知，俠客常攜之

具，為武器之屬，是「武」的具體表徵。因此，器具應等同於俠

士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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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具：道具是指俠客四周的人造景物。對應之第貳章的討論，可以發現，

俠客行走的環境─江湖，其實有寺廟山寨等人造景觀的描寫。因

此，片中的道具，極有可能是構築江湖的元素。 

 

5. 地域：地域是俠客行走的地區。從第貳章討論得知，「江湖」專為俠士

犯禁而設的場域，供游俠行居的處所。因此，地域類目其實可對

應到俠士行經地帶，得窺見「江湖」的概略特徵。 

 

6. 時間：時間則指故事發生時段。鏈結至再現俠形像的脈絡，可知時間能

指武俠故事發生時刻，標示出行俠的確定時間點。 

 

7. 聲音：聲效泛指音樂和週邊聲效。扣合至制式俠形像脈絡，能知聲音為

俠形像之慣例音樂與週邊環境的聲響。 

 

8. 江湖：佈景和地域，並融入能構塑犯禁情境的若干元素。 

 

9. 招式：俠客用以禦敵的慣常動作。 

 

10. 光線：指特定色澤、打燈方式。切合至武俠片脈絡，可得知光線指武

俠片專屬之打燈色彩、打燈手法，烘托俠形像特殊的質感。 

 

11.對話：指主角和他人的對談內容。鏈結至俠形像，可知對話指俠專屬

之對白、獨白。 

 

12.鏡頭語言：指框現符碼之特殊方式。也就是說，武俠片在展現這些符 

            碼時，是否會選用特別角度、位置，來拍攝俠外貌、週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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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總合以上討論，可以得下表結果： 

 

表 3 視覺元素與俠概略造像的對應表 

外顯形式 「可能」構塑俠形像之外顯形式 

明星 扮演俠士之明星。 

服裝 俠士之衣裝。 

器械 俠士所帶的器械。 

俠

客

外

貌 招式 俠士抗敵之慣常動作。 

聲效 俠士週遭的聲響和配樂。 

配置 俠士週遭的擺設。 

地域 行俠地域。 

時間 行俠時間。 

光線 俠士出場時的光線。 

非

言

辭 

符

碼 俠

客

週

邊

環

境 江湖 呈現犯禁精神的地域與佈景。 

言

辭

符

碼 

俠

與

他

人

的

對

談

內

容 

對話 俠士和他人的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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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遠近     拍攝俠客與週遭環境時，慣用遠景、中景或近

景？呈現出俠士與場域的何種關係？ 

移鏡 拍攝俠士時，慣有的移鏡方式。 

鏡

頭

語

言 視角 拍攝俠士時，慣用之視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表只能約略得知，再現俠樣貌時，可能運用哪些符碼。但是這些類目指

涉內容，似乎還不夠細緻。 

 

    1.類目指涉內容待細緻化： 

    舉例來說，上表言及「光線」指「俠士出場的光線」，但俠士出現之慣用光

線為何？為何這麼用？烘托出何種俠形像？這些都無法在上表中呈現。又如慣用

形塑俠形像之鏡頭語言為何？什麼時候會用遠景、中景或特寫？這背後帶出了俠

形像何種意涵？這些提問，亦無法從上表推出結果。因此大體來看，上表僅反映

了「基本元素」，但至於能否再加扣緊「俠形像」脈絡，則是必須再努力之處。 

 

    2.抽象概念需再具像化： 

    如前文所述，江湖暗指王法不振之區，才能讓俠士行犯禁之實。那麼，「朝

綱不振」如何具像化？影人可利用哪些元素，構塑出犯禁情境呢？ 

  

總結來說，不管是基本元素或「江湖」等新增類目，都有再斟酌的必要。下

兩節將帶入案例探討的方式，催生出形塑俠形像之武俠片慣用符碼的分析類目，

並將類目指涉的內容，更精緻、更立體的呈現在讀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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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案例選擇與樣本資料說明： 

回溯研究動機與目標，本文盼探討制式俠形像、專屬符碼之關係。由於目前

還未能得知確切的「中國俠造像之慣用符碼」或「中國俠造像之鏡頭語言」，因

此本節的研究策略，擬由制式俠形像切入，找出公式化的造像，並從中拆解其組

成元素，以推得構成俠形像之符碼、鏡頭語言。  

 

（一）選擇制式俠形像： 

前文論及，如果是制式俠形像，那麼一定會有經常出現，或被大量複製的特

質。因此，我們所選擇的分析案例，必須是經常出現、曾被大量重複，才能符合

公式化造像的前提。總體來說，本文選擇的俠形像個案，得符合「大量」「複製」

的前提。 

 

回溯中國電影發展史，可從二○年代開始，許多制式俠形像，便被不斷搬演，

宛若公式般不停呈現。著名如《火燒紅蓮寺》的紅姑像貌，在二、三○年代的武

俠片集中，被大量重製（電影100周年紀念版編輯委員會，1996）。 

 

以至五○至七○年代，關德興飾演的黃飛鴻造像，亦是被不斷映演，搬演了

數十集；往後黃飛鴻一角，雖不見得由關德興詮釋，但是制式樣貌（清裝、長辮、

瓜皮帽），仍是複製關版造型（石琪，1980；羅卡、吳昊、卓柏棠，1997）。 

 

而到九○年代，制式俠形像可分成兩部份，一是林青霞宜男宜女的扮相，演

活了東方不敗角色（陳儒修，1996）；二是李連杰扮演的黃飛鴻造像，重製了七

次之多（李天鐸，1997；塗翔文，1998；楊明昱，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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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看來，黃飛鴻之造像被大量重製，達九十餘次，居武俠影史之冠（羅卡、

吳昊、卓伯棠，1997）。若細究黃飛鴻之俠形像，又有兩次複製的高峰，一五○

至七○年代的粵語武俠片（石琪，1980），二是九○年代的徐克等人作品。 

 

1.五○至七○年代之《黃飛鴻》片集： 

從一九四九年起，至七○年代結束，黃飛鴻造像總共被複製了八十四次，位

居香港影史之冠（石琪，1980；羅卡、吳昊、卓伯棠，1997）。 

 

片中的黃飛鴻，是個專在廣東「平不平」的鄉勇。這套制式架構，在當世之

《黃飛鴻》片集裡，不斷重複出現。除此之外，黃飛鴻多由關德興擔綱（楊明昱，

2001），而語言、武打招式、動作、武器、取鏡和配樂，不少是廣東文化的產物

（石琪，1980；僑委會，2001ｂ；藍祖蔚，2001）。場景和地域均為清末廣東省

（僑委會，2001b），佈景少不了舞龍、舞獅和賽龍舟等設置（吳瓊，1996）。 

 

這系列片集由《黃飛鴻傳（上下）》（上集又名《鞭風滅燭》）起始，將黃飛

鴻制式造像反覆搬演了八十四次（石琪，1980；余慕雲，1981；羅卡、吳昊、卓

伯棠，1997；塗翔文，1998）。因此，與其說《黃飛鴻傳（上下）》是《黃飛鴻》

片集的開山祖，不如說它是五○至七○年代黃飛鴻造像「原型」（archetype）1，

是後來影片的範本、希望仿效的對象。 

 

大體來看，五○至七○年代之黃飛鴻制式造像，是以《黃飛鴻傳（上下）》

（上集又名《鞭風滅燭》）的樣貌為原型，經八十四次的重複搬演，而形構出黃

飛鴻公式外貌。 

                                                 
1 原型可指某種範本或典型，為眾所仿效的對象。如戴柔秀（1999）論及，「在文藝作品中，原
型的要素或模式會一再被重複，結構主義中神話學分析法所要發現及論述的一貫元素即稱為原

型，很多題旨和意象都可以反覆出現在許多作品中而成為原型」（戴柔秀，1999：51）。本部份嘗
試找出俠造像複製的「源頭」，理解制式俠造像之原型為何，做為分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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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年代的《黃飛鴻》片集： 

而到九○年代，徐克觀察到香港瀰漫著一股懷舊風氣（陸斌，1997），因此

又重新拍攝《黃飛鴻》片集。此期的《黃飛鴻》片集，在原先的鄉勇結構下，又

加入了中西對立的元素，讓黃飛鴻與洋人抗衡。 

 

從《武狀元黃飛鴻》（1991）開始，歷經《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1992）、《黃

飛鴻之獅王爭霸》（1992）、《黃飛鴻之王者之風》（1993）、《黃飛鴻之鐵雞鬥蜈蚣》

（1993）、《黃飛鴻之龍城殲仇》（1994）、到《黃飛鴻之西域雄獅》（1997）（李天

鐸，1997；塗翔文，1998；楊明昱，2001），黃飛鴻制式俠形像被重複搬演了七

次。 

 

在這個制式造像中，黃飛鴻多由李連杰扮演，所設的時空多在清末中國。片

集配樂亦具公式性格，眾所熟悉的《男兒當自強》配樂，貫串了整個片集，從《武

狀元黃飛鴻》到《黃飛鴻之西域雄獅》，無一例外。 

 

回溯九○年代黃飛鴻的「原型」，其實是在《武狀元黃飛鴻》時有了雛型，

再經《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和《黃飛鴻之獅王爭霸》賣座後，方奠立基礎，成

為往後刻版塑像之依據。 

 

（二）選擇觀察單位─分析哪些影片？ 

就前文所論，分析制式俠形像時，勢必得掌握其「原型」、「先例」（the first 

instance）（Buscombe，1986），呈現俠形像之最初作品，方能理解刻版塑像從何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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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兩段時期的黃飛鴻造像，由於不少早期影片已經亡佚（塗翔文，1998），

因此如果選擇五○至七○年代的案例，馬上會面臨資料蒐集的問題──那些呈現

俠形像原型的影片，芳蹤難覓。我們無法從現存的早期影片中，窺得最初的「典

型」。而若選擇九○年代的黃飛鴻為分析案例，由於影片資料容易取得，我們也

能確切得知，俠形像之複製源頭（原型）為何。 

 

考量到鑑別原型、資料蒐集的問題，筆者決定將研究焦點置於九○年代之黃

飛鴻造像，理解構塑制式俠形像之武俠片慣常符碼為何。2 

 

針對九○年代之黃飛鴻造像，如前文所述，是從徐克導演之《黃飛鴻》片集

起始，構築特定俠形貌，為黃飛鴻樣貌之「原型」。 

 

影片之中，黃飛鴻為清末廣東俠客，喜仗義直言，維護鄉里正義；同時也關

心清朝國運，在列強環伺之環境當中，尋求保家衛國之道。承襲著「鄉勇」和「民

族英雄」的基調，徐克又拍了《男兒當自強》和《獅王爭霸》等片。前者加入了

白蓮教作亂、革命黨起義、官員欺民、中英衝突等事件；後者則拉入了獅王大會

的場景，讓黃飛鴻在北京城中嚴懲惡霸。 

 

由於這三部片走紅，頗受觀眾歡迎（李天鐸，1997），讓黃飛鴻造像不斷被

複製，成為制式俠形像（塗翔文，1998）。往後雖有趙文卓擔綱黃飛鴻的例子，

                                                 
2 本節以九○年代黃飛鴻造像為軸，做為案例分析重點。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並未否定五○至七
○年代黃飛鴻造像之重要性，而是考量資料蒐集難易、原型鑑別問題，因此才挑選九○年代之黃
飛鴻造像為研究案例。 
    這麼做難免會有缺失。譬如說，由於類型電影的「複製」性格，當影人產製某種影像時，可
能是依照前部電影的拍片經驗而來（或直接複製前部作品的某種圖像），讓影集構成彼此互文的
體系。如果這套說法成立，選擇九○年代影片為探討「原型」之起始點時，其實斬斷了類型電影
豐富的「互文」脈絡，略去過去影像、歷史經驗供給現今電影的「養份」。這對強調「先例」（the 
first instance）的慣例符碼研究而言（Buscombe，1986），其實是一大損失。 
    雖然考慮了割捨舊片集的「後患」，基於資料蒐集和原型鑑別的問題，筆者不得不做出選擇
──也就是採取較保守的策略，從現有的可得資料入手，構築較穩固的分析基礎，再確切推論出
黃飛鴻造像「原型」、構成符碼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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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王晶執導《黃飛鴻》片集，但大體來說，俠客外型皆與《武狀元黃飛鴻》、《男

兒當自強》和《獅王爭霸》相仿，故事基調皆不脫鄉勇與民族英雄之架構。因此，

九○年代之黃飛鴻造像原型，應是從這三部片中衍生而來。 

 

總結來說，由於《武狀元黃飛鴻》、《男兒當自強》和《獅王爭霸》為九○年

代黃飛鴻造像的原型，因此本文決定選擇這三部影片，理解黃飛鴻樣貌之組成符

碼為何、制式造像從何而生。 

 

 

第四節 個案分析： 

    從第參章可得知，視覺元素可切成符碼、鏡頭語言兩部份。其中符碼為構成

「圖像」之基本單位，而鏡頭語言則為鏈結符碼、圖像之方式。在本節中，筆者

擬先帶入符碼類目，分析《黃飛鴻》片集案例。之後，再進入鏡頭語言領域中，

理解《黃飛鴻》慣用之鏡頭語言為何、組合符碼的方式。最後再將兩者對俠形像

的「貢獻」，做出統合整理。 

 

    如果先將符碼分析類目，帶入《黃飛鴻》片集中進行探索，可得知下列結果： 

 

表 4 黃飛鴻俠形像與符碼列表 

符碼類目 黃飛鴻造像之慣用符碼 符碼功能 

俠

客

外

明星 

（star） 

    李連杰。     演員的眼神流露出嫉惡如

仇，突顯俠之正義感。其眼光

凝定，突顯俠之磊落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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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服 

（costume） 

    清代老百姓的服裝。     衣著指涉俠士的平民身

份。說明俠為「體制外」的人

物，和官府相對。 

    1.木棍、刀劍等傳統兵器。     寶劍具除魔隱喻，讓黃飛

鴻的俠行，多了神聖性格──

似乎是替天行道的化身。 

    2.黃飛鴻以隨手可得的古代

器物（如衣物、紙扇）抗敵。 

    點清俠屬古中國，也突顯

該名俠客不備利器，身懷絕技。 

物件 

（object） 

    3.從不使用暗器。 

   

    點明俠士磊落作風。 

貌 

 

 

 

 

招式 

（action） 

    無影腳。俠客終結惡人的必

備招式。 

    絕招是俠士實踐利他行為

的手段。 

1.

聲

響

： 

    武打的專屬聲效（武器撞

擊、拳腳交鋒、吶喊），以及

武鬥動作的誇張聲效。 

    描述武鬥情況，具體記錄

俠士除惡的過程；也標示了俠

在為民服務時，付出了相當氣

力，突顯其利他作風。 

    以國樂演奏。 

 

    「國樂」為古中國的特有

文物，我們也可依此聯想到，

行俠背景是在「古中國」。配樂

選用，能間接點出「犯禁」時

空背景。 

    主題曲與俠行緊密相

隨，似乎在歌頌俠客義舉。 

    主題音樂的出現，似乎在

歡慶俠之利他行為。 

俠

客

週

邊

環

境

特

色 

 

聲效 

（noise & 

music） 

2.

音

樂

： 

    當俠士剷除惡棍時，主題

配樂的音量最大聲。 

    配樂音量亦能歡慶俠之利

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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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藍光、強光、閃光等人為

設置，暗示情況詭譎。 

   

    光線變化多在俠士面對惡

人懲兇之時。雖然情況詭異，

但俠仍勇於面對，突顯俠富正

義感的性格。 

光線 

（light） 

    2.打燈集中在武打者身上，

觀眾得見武鬥場面。 

    聚焦於武鬥場面，使觀眾

能清楚的俠客怎樣替天行道、

懲兇伏魔，點清俠如何完成「利

他行為」。 

    1.佈景包括廣東街道、傳統

樓房、糧倉、標示地名的碼頭。 

    點出行俠（犯禁）時空─

古中國場域。 

    2.某些造景是專為武鬥場面

而設，讓演員輕輕一揮，便有驚

天震地的效果。 

    特殊造景可模塑俠之「神」

功蓋世，使觀眾明白俠客武藝

不凡之處。 

劇中擺設 

（setting） 

    3.俠士從不在塵沙滿佈中偷

襲敵人，相反的，他希望在「敵

明我明」、「塵埃落定」的場景下

決鬥。 

    突顯俠士磊落的心境。 

地域 

（location） 

    廣東佛山、北京與英租界。     俠客游走的地域。 

時間 

（period） 

    清末。     行俠之時間。 

 

江湖     由特定時空（清末廣東）構

塑出的場域。融入特定情境、佈

景、地區，為黃飛鴻「犯禁」行

為服務。 

    行俠場域，供俠客犯禁的

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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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

與

他

人

的

對

談

內

容 

對話

（convers-ati

on） 

 

    藉由對話運用，點出黃飛鴻

行俠動機（欲救出失蹤女子）、

不屑使用暗器、捨己救人、寬恕

敵人特質。 

    說明黃飛鴻言行合乎正

義、舉止坦蕩、利他精神和處

世仁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明星：  

    1.明星資歷： 

    影片中的「明星」，某種程度來說，便是「武打明星」。如飾演黃飛鴻的李連

杰，本身就是武打新星。由於武打場面甚多，如果明星有武術底子，便容易出線，

成為武俠片的寵兒。例如早年的韓英傑、關德興，近期的趙文卓，都擁有練武經

歷。 

 

    2.明星表情： 

    當我們仔細觀察飾演俠客之明星時，可發現一有趣現象──這些明星的表情

似乎是十分制式的，總是大義凜然、不苟言笑的樣子。具體來說，明星多流露光

亮凝定的眼神，讓觀眾能想到「這個人的心術端正，不會獐頭鼠目」。遇到惡人

時，明星的眼神會變得銳利，彷彿要把歹人吞噬般，顯現其嫉惡如仇的面貌，突

顯其「正義感」。當俠士眼見人們受害時，眼神會突然「多愁善感」起來，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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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不得馬上普世救民，讓民眾脫離險境。 

 

    因此，從明星詮釋的表情，我們可以窺得俠士磊落、正義感、關心世人（利

他）之特質。 

 

    大體來看，明星之練武資歷，能豐富「武」面向，突顯俠士武功過人的特質。

此外，明星流露的表情，則能詮釋俠士的品格─心性磊落、富正義感。 

 

（二） 服裝：  

    1.衣裝與行俠背景： 

    《黃飛鴻》片集的服裝，多為「清裝」。這間接詮釋了，黃飛鴻的行俠背景

是在清朝，否則黃飛鴻不會以清裝樣貌出現。而在許多片集裡，我們能夠發現，

有時影人並不特別交待行俠時代（如西元哪一年），這時候觀眾可以憑俠士之衣

著，斷定他所屬的時空背景，了解俠行是發生在遠古中國的某一朝代，理解「犯

禁」的約略時間點為何。 

     

    因此，制式俠形像之服裝，其實能反映俠行（犯禁）故事的發生時地。當我

們看見銀幕中，俠正「以武犯禁」時，雖然影人沒有點明確切時間點，但我們仍

可從俠士的衣著，了解其犯禁的時空背景。換言之，戲服其實有代言「犯禁」時

空背景的作用，縱然影人不講明俠何時伸張正義，觀眾仍可從俠士衣著，「定位」

俠客應在何時、何地犯禁。 

 

    2.衣裝與俠之平民身份： 

    在《黃飛鴻》片集中，我們從黃飛鴻的制式穿著可知，黃飛鴻不但穿清裝，

而且總是穿「平民」服裝。他的服裝樣式，炯異於皇族、大官，而是和市井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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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款式。從黃飛鴻的穿著，觀眾可以理解他是平民出身，且與小老百姓無異。 

 

    「平民」裝束顯示了黃飛鴻不屬於朝廷（否則可穿朝服亮相），而是同屬百

姓的一份子，突顯了俠士不出於正統體系，游走民間的意涵。 

 

（三） 器械：  

    俠士所持之「器械」，多用於武打用途。因此更直接點講，武俠片的「器械」

符碼，指的就是「武器」。那麼，武器又能提供什麼功能，幫忙構塑俠樣貌呢？ 

  

    以《黃飛鴻》片集之慣常武器為例，可推得下列結論： 

 

    1.指涉俠士磊落心境： 

    在《黃飛鴻》片集中，不管黃飛鴻遇上多厲害的對手，均不曾使用暗器，而

是以拳腳、寶劍或木棍等器械禦敵。至於黃飛鴻的敵手，多半有使暗器的紀錄。

包括山東武夫嚴振東曾用「辮子刀」（辮子裡暗藏利刃）、詐財的九宮真人在拂塵

裡暗置刀器、白蓮教徒施放迷香。 

 

    由於俠不使用暗器，我們可以推論，俠士冀望「正大光明」的武鬥，不做偷

雞摸狗之事。相較於惡人的想法，如武夫嚴振東曾云：「出招無類，勝者為高」，

則顯示了「非俠者」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個性，炯異於俠之坦蕩作風。 

 

    同樣的例子亦見於其他武俠片。例如《臥虎藏龍》中的碧眼狐狸，便曾施用

迷香、九轉紫陰針等暗器，企圖暗算玉嬌龍等人。相對於碧眼狐狸深諳暗招，李

慕白則擅用寶劍，俞秀蓮能使火鎗、大刀等器具。雖然這些武器種類繁雜，但沒

有一樣是暗器。因此，器具選用實可指涉習武人的心性，突顯俠客坦蕩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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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俠客的「明爭」對照惡人的「暗鬥」，可看出俠士不願「勝之不武」。因此，

器械的選用可指涉俠之磊落，代言俠之特有操守。 

 

    2.武器的隱喻功能： 

    就前文論及，寶劍本身就是除惡伏魔的象徵，這點亦在《黃飛鴻》片集裡得

到驗證。片中只有黃飛鴻持寶劍抗敵，甚至連善人（如黃飛鴻弟子梁寬）都沒有

碰寶劍的份；至於惡人，那更是沒拿寶劍的命了。 

 

    當黃飛鴻手持寶劍，做出利他行為（懲罰惡棍）時，由於寶劍「伏魔」的意

涵，讓黃的利他行為，增添神聖意涵──也就是說，手持寶劍的黃飛鴻，懲罰的

不是一般歹人，而是危害天下的「惡魔」。那麼，誰有能力剷除妖道？在一般的

觀念中，似乎只有「神」，能夠做出除妖的義舉。 

 

    因此，由於寶劍的神聖隱喻，俠士在市井間的利他行為，可升格為與「神」

比美的、普渡蒼生的舉動。換句話說，特定武器的使用，能神化俠士的利他行為，

將俠視為「普渡眾生」的化身、「替天行道」，成為小老百姓的精神寄託。 

 

    3.武器使用與絕技呈現： 

    在《黃飛鴻》片集中，可發現一有趣現象──黃飛鴻極少拿利器抗敵，常使

用的器具如紙扇、衣物，都是柔弱無比的物件。舉例來說，在《黃飛鴻之獅王爭

霸》裡，經黃飛鴻的使勁揮甩下，柔軟的長袍竟能化成長鞭。雖然黃之對手皆手

持利刃，但卻不敵黃飛鴻的衣帶長鞭，被擊的落花流水，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這種以柔軟物件（如衣物）當武器的例子，亦是武俠中的常規。如《新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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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劍》之高大姐，唯一的退敵武器為衣裳彩帶；又如《白髮魔女傳》的練霓

裳，居然是以「髮絲」抗敵。不管是衣物、彩帶或髮絲，皆是柔軟器具，似乎只

要稍微拉扯，便有斷裂危險。但是，影人卻刻意選用它們，做為俠士行走江湖的

「利器」（甚至是唯一的防身工具），突顯俠士武藝精湛──不需兵器，亦能迎敵。 

 

    也就是說，透過柔軟器物的出人意表展現，可烘托俠士的身懷絕技。所謂「俠

以武犯禁」，「武」本身就是組成俠概念的重要元素。影人經由特殊「武器」的選

擇，有助於襯托俠士深諳武術的面貌，彰顯俠士的習「武」身份，詮釋俠客何以

「犯禁」的本錢。 

 

    總結來說，「武器」可指涉俠客性格。由於俠恥於施用暗器，因此他（她）

是磊落光明的。俠能使寶劍，暗示了他（她）能除惡伏魔的特質，將利他行為升

格為普渡眾生的義舉。另外，「武器」亦能突顯俠為習武者。由於俠以「武」才

能「犯禁」，透過柔軟器具的使用，影人能構築俠客武藝精人，說明他（她）擁

有「犯禁」的本錢。 

 

（四） 招式：  

    對照第貳章的討論可知，「招式」為構成俠概念之特有元素，某些獨門絕招

是區辨俠士的特徵。因此，單就俠概念來說，其實必須增加「慣有動作」（action）

的元素，做為分析俠形像之類目。 

 

    1.招式與絕技呈現： 

    舉例來說，黃飛鴻的著名絕學為「佛山無影腳」。但細究無影腳的內涵，實

是借鋼絲之助，所構築的視覺奇觀（楊明昱，2001）。不論是武者或常人，都不

可能達到超越地心影力、凌空飛踢數餘秒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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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透過經特定招式的安排，指出俠士功夫能超脫物理限制，突顯「神」

功蓋世的一面。如前文所述，「武」是構築俠概念的重要元素。影人經由特效、

奇技，烘托俠士深諳「武」術，詮釋俠客何以能從官府、惡人之手兔脫，完成利

他義舉，成功「犯禁」。 

 

    2.招式與俠之仁厚心性： 

    黃飛鴻雖有必勝絕招「無影腳」，本該可以一開始便出此絕招，殲滅惡人，

但他卻沒有這麼做。當黃飛鴻與惡人對決時，縱使他知道面對的是非常厲害的武

林高手（如《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中的武夫嚴振東），但並不會一開場就要敵

人弊命。 

 

    他除了好言相勸，還處處給對方機會──他從不會主動出招攻擊，而只是被

動的接招。就算是武打到最後，他所出的招式，也非直指敵人要害，亦不會使出

全身氣力、欲致人於死。從黃飛鴻出招的模式，可以得知，黃飛鴻不嗜殺，以寬

仁為本，顯現俠士特有的美質。 

 

    相較於黃飛鴻的美質，《黃飛鴻》片集中的惡人則顯得毫不相讓，招招欲陷

人於死。例如《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之嚴振東，開頭便使出渾身解數，履次攻

向黃飛鴻心臟；或是《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的惡官納蘭元述，亦是不予黃飛鴻

還手機會，招招指向黃飛鴻要害。惡人出招方式對照黃的出手形態，可知黃飛鴻

不希望傷害對方（縱使他方是惡徒亦不例外）。由出招的特性，我們可以理解俠

士寬厚的美質，與武夫、惡人大不相同。 

 

    3.招式與利他行為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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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黃飛鴻》片集中，假若惡人實在為害太多，又不肯改過自新，這時黃飛

鴻便會使出絕招─無影腳，來為民除害。換句話說，黃飛鴻不會隨便亮出「無影

腳」，而是會站在天下蒼生福祉（此惡必除）、及歹人不悔改的前提。因此，「無

影腳」之呈現，其實是黃飛鴻展現利他行為的手段，讓行俠義舉能順利進行。 

 

    「無影腳」與「為民除害」的關係確立了，也就說明了俠以武「利他」的特

質。對俠士而言，絕招的使用，必須以眾生福利為宗，而非逞兇鬥狠。俠藉絕招

利民，彰顯了俠士「利他」的美質，和專謀私利的武夫大不相同。 

 

    總結來說，從武俠對招式的描述，可知招式能突顯俠客的武藝精湛（區隔不

諳武術的常民、造詣普通的習武者）。另外，招式亦能點出俠士寬仁特質、利他

特性，彰顯俠客特有的美質。 

 

（五） 聲效：  

    黃飛鴻造像之既定聲效元素，可分成武鬥聲響和音樂。 

 

    武打聲效為武鬥時的聲響，諸如俠士的「呀」、「嘿」等嘶吼，和武鬥時器物

受創的碎裂聲，均屬武打聲效的範疇，描述武鬥情況，具體記錄俠士除惡的過程；

也標示了俠在為民服務時，付出了相當氣力，突顯其利他作風。 

 

    既定音樂的使用，可歡慶俠士的利他行為，亦能反映武鬥的激烈狀況。另外，

國樂的使用，則可間接詮釋犯禁的背景─是在遠古時候的中國。 

 

    關於聲效與音樂之討論，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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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聲效之於為民付出的氣力： 

     Bordwell（2001）曾指出，比起日常生活的聲效，電影之聲音似乎單純的多，

都是影人基於特殊考量，才「選擇性」的融入。我們從《黃飛鴻》片集之慣常聲

效可發現，聲效多是武鬥嘶吼、拳腳舞動、器具斷裂聲，均不離武鬥過程聲響。 

 

    也就是說，透過慣常聲效之使用，影人得以記錄俠如何以「武」犯禁，更完

整呈現武鬥過程，讓觀眾明白，俠肯付出相當多氣力，旨在除掉惡棍，達成利民

的目標。 

 

    （ａ）俠士嘶吼： 

    一是俠士對打時發出的嘶吼。如在《黃飛鴻》劇中，黃飛鴻與惡人過招時，

使勁一擊時，常伴隨「啊」、「呀」、「嘿」等語音。因此，當我們聽見不輕易出招

的俠士發出嘶吼時，大概可以理解，俠士要準備開打，為民除惡了。因此，透過

這些嘶吼，我們能理解俠士即將出招，是解決惡棍（利他行為）的前奏。 

 

    這類武打慣常嘶喊，其實並非《黃飛鴻》片集專利，在李小龍《唐山大兄》

等作品中，便有伴隨武鬥出現的吼聲──眾所熟知的『齁─達─』、『咿─哈─』，

便為顯例。慣用嘶吼能提示我們：俠即將出招、保家衛民，因此嘶吼是利民作為

的「預兆」，使觀眾得以明白，俠客即將展開除惡任務。 

 

    （ｂ）拳腳揮動聲： 

    第二類聲效為拳腳舞動聲。例如《黃飛鴻》打拳時，影人常配上「咻、咻、

咻」的聲響，詮釋拳力與空氣磨擦的狀況。但是，對照一般人練拳的狀況，除非

是力出驚人，否則很難發出這種「咻」聲。比照常態，可知影人刻意配上拳腳揮

動聲，突顯武鬥激烈過程。藉由較誇張配音，觀眾可理解行俠之時，俠士曾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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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激烈戰鬥──雖然使盡渾身氣力，也要為民服務，突顯俠士極致的『利他行

為』。 

 

    這類音效並非僅存於《黃飛鴻》片集中。如《天龍八部之魔教教主》、《天龍

八部之天山童佬》，當俠士與敵手過招時，「咻」之誇大音效比比皆是，強調俠在

比武時盡了全力，彰顯俠士的付出。這樣的付出形式，無異是相當耗費精力的。

因此，從俠客拳腳舞動的聲效可知，俠士為民服務時，是「不愛其軀」，展現極

致的利他作風，彰顯俠特有美質。 

 

    （ｃ）器具碎裂聲： 

    第三類慣常聲效為器具碎裂聲。例如《黃飛鴻》片集中，當黃飛鴻擊中某物

時，物品都應「聲」而裂。透過聲效，可突顯出招之效力有多強。藉由器具碎烈

聲，可強調俠士用盡全身氣力來除惡，彰顯俠之「不愛其軀」、利他行為。 

  

    2.國樂： 

    音樂其實指向了多重意義。國樂之使用，能間接詮釋俠之犯禁背景─是在遠

古時期的中國。以《黃飛鴻》片集來說，不管是粵語民謠、或改編後的〈男兒當

自強〉，它們均以國樂演奏，包括鑼、鼓、琵琶、胡琴。因此，武俠音樂是扣合

傳統文化呈現的，可交待俠客犯禁的時空特質。 

 

    慣常配樂還能歌頌俠士利他行為。隨著武鬥場面愈來愈熱烈，配樂音量也會

隨之增大、節奏感越來越強，歡慶俠客即將鏟除惡棍、替天行道的義舉。 

 

   （ａ）歌頌俠士之利他行為： 

    慣常音樂也有表彰俠行的作用。舉例來說，當黃飛鴻出招除惡、為老百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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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怨氣時，片中多會出現〈男兒當自強〉配樂。 

 

    在《武狀元黃飛鴻》中，影片開場不久，便帶出民團在租界撒野情節。黃飛

鴻原本好言相勸，希望民團停手。但民團人士卻執迷不悟，一再相逼。此時的配

樂還只是一般國樂，聽不出是何種曲目。等到黃飛鴻出手擊打惡人，捍衛洋人和

門下弟子時，現場的配樂便馬上換成〈男兒當自強〉。 

 

    換句話說，〈男兒當自強〉音樂是和黃的利他行為（除惡）如影隨形，不相

分隔的。在配樂的慣例演奏下，我們可將黃的義舉和〈男兒當自強〉聯想在一起，

更強化了利他行為與音樂的關係。 

 

    再如黃飛鴻將手刃惡徒時，〈男兒當自強〉之配樂音量通常會調至最大聲，

似乎在歡慶「邪不勝正」的結局。由此可知，配樂的使用和音量大小，可烘托俠

行，並稱頌俠士能為民除害。 

 

   （ｂ）點出犯禁時期的文物特質： 

音樂、聲響，等於提供大眾一組可辨認的聽覺符號（Hansen，1998），讓觀

眾解讀它的意義；在使用傳統器樂的同時，無形中也提供受眾區辨符碼，讓大家

認知到這是「古中國」產物。換句話說，當國樂一出現，縱使影人沒講清行俠時

空背景，但觀眾實可由配樂狀況得知──俠義故事是發生在古中國的某朝、某

代，才會選用國樂來烘托。 

 

舉例來說，〈男兒當自強〉是由鼓、鈸、二胡、箏、琵琶、三弦、笛子、揚

琴、柳琴來演奏。它們均為「國樂」之屬，是指向古中國的線索，間接點出行俠

的時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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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樂之於犯禁時空的關聯，在電影中俯拾即是。如七○年代時，胡金銓習以

京戲之鑼鼓點做音效，點出行俠的時間背景（遠古中國）。 

 

總體來說，影人在再現制式俠形像時，會用以國樂呈現，點出行俠背景的時

空特質。另外，慣例配樂還歡慶俠士之利他行為，表彰俠客的為民除害義舉。 

 

（六） 光線：  

    慣用光線可暗喻角色心境變化，或當下的空間特徵（Bordwell，2001）。舉例

來說，影人可能用藍色調的燈光，暗示故事時間點為夜晚；甚至以突然打下的藍

燈，譬喻角色心情驟變，突顯「此人在得知自己命在旦夕的恐懼」（Bordwell，2001：

194）。除了燈光色澤外，利用打燈，將光線集中在敘事重心，藉以烘托主角的份

量，亦是影人常用的手法（Bordwell，2001）。關於燈光色澤、打燈方式等慣例，

在構塑俠造像的影片中亦能得見。 

 

    以《黃飛鴻》片集來說，只要是在室內武鬥的場景，影人均打上橘紅色的燈

光。黯淡的光線，塑造了比武場景詭異氣氛。雖知氛圍詭譎、來者不善，但俠士

仍「雖千萬人吾往矣」、為民除害，寧願將自身曝露於危險之中。藉由昏暗燈光，

影人可構築詭異情境，再彰顯俠士的利他作風。 

 

    至於室外武鬥的場面，雖然受「自然光」（如太陽光、月光）等限制，但影

人仍會打上驟變的藍光、強光，做出閃電的效果。而這類燈光，通常出現在黃飛

鴻見著壞人行兇，心情驟變時。因此，透過燈光變化，可知黃飛鴻被惡行激怒，

突顯其富正義感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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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打燈方式，在武打場面中，光線多集中在武鬥者身上，至於背景則顯得

混沌不清，構塑明顯的對比。由於亮點能吸引觀眾視覺（Bordwell，2001），因此

影人較焦點置於武打者，實能引導觀眾注意武鬥動作，了解俠士「如何」以武犯

禁。 

 

    總括來看，《黃飛鴻》片集之慣常光線具如下意義： 

 

    1.光線之於俠客利他特質： 

    除了自然光外，影片中少不了「人造」的光線設計。舉例來說，《黃飛鴻》

片集中，常用暗黃色的燈光，塑造比武場景的詭異狀況。俠客雖知氣氣詭譎，但

他仍心繫百姓福祉，不顧自身安全，繼續勇往直前。因此，藉由昏暗燈光，我們

可以理解俠士極具利他特質，和武夫、惡人大不相同。 

 

    2.光線之於俠客正義感： 

    另外，影人也能藉由特定燈光，來比擬俠士心境。比方說，黃飛鴻與武夫嚴

振東初遇，嚴即惡言挑釁，想跟黃一較高下。配合黃飛鴻憤怒的特寫神情，此時

黑濛濛的畫面，突然出現一抹藍光，映在黃飛鴻臉部。在藍光仍照映黃飛鴻的情

況下，又打上了白花花的強光、一閃一滅，暗喻閃電的效果。透過藍光和強烈閃

光，將黃的動怒和「閃電」視效做了連結。透過燈光變化，可知黃飛鴻被惡行激

怒，心情驟變，突顯其嫉惡如仇的特質。 

 

    藍燈之於「正義感」的描寫，也可在其他武俠片中發現。例如在《唐山大兄》

中，李小龍在一片藍黑色的燈光裡，赫見冰櫃裡凍結著失蹤多時的弟兄屍體。影

人利用燈光色澤，反映李小龍的憤恨，和惡棍誓不兩立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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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影人會選擇合適的燈光，讓觀眾明白俠士被惡人激怒，反映俠客極端

憎惡惡行，突顯其富正義感的特色。 

 

    2.打燈之於俠行呈現： 

    藉燈光烘托，觀眾得以更清楚的聚焦於武鬥動作、忽略與武打場面無關的部

份。以《黃飛鴻》片集言之，燈光多集中在武打者身上，背景的燈光常是昏暗不

明。因此，透過燈光的表現，我們能清楚理解俠士除惡過程，看清俠客「如何」

以武犯禁。 

 

    我們在其他武俠片中，亦能發現此特定打燈手法。如《蜀山傳COLLECTION

─電影故事、人物、特效、導演手稿、場景特輯》一書中，便記載拍攝「日月金

輪」的出招畫面時，會先計算光位，再讓武鬥主角站在打燈範圍（麥耀權，2001）。

襯上黑濛濛的背景，武者、武器均成畫面中最明亮的元素，讓觀眾聚焦於俠行、

除惡手法。 

 

    因此，武俠片之慣常打燈手法是根據招式、武鬥過程來變化的。藉著打燈手

法，影人能營造出畫面明暗度，將強光集中在武術動作部份，清楚交待行俠過程。 

 

（七） 擺設：  

    1.擺設點出犯禁時期的文物特質： 

    影片之場景設計，多洋溢著古色古香的中國風，突顯俠士與「古中國」的關

聯（陳儒修，2000）。雖然影人不明說行俠故事的發生時地，但是我們從這些仿

古器物實可得知，這段俠行應發生在「遠古」「某朝、某代」的中國。換句話說，

我們可從擺設得知，「犯禁」時空的文物特色，再推演出「犯禁」的概略時間、

行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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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黃飛鴻之獅王爭霸》為例，桌椅、典雅圖案的窗櫺、古畫、算盤等設置，

都仿自古代器物。利用這些擺設，構築出古意盎然的武俠世界。雖然這些器物未

必合於史實考究（如慈禧太后之龍椅，便不合史料記載），但是看到文物的飾樣

（如蟠龍之於清朝皇族），我們可以理解到，犯禁的故事發生地點（紫禁城）和

時間（清朝）。 

 

    「古中國」、武俠世界與俠形像的關係，也可在其他武俠片看出端倪。著名

如胡金銓將小橋流水、客棧造景納入片中（羅卡、吳昊、卓伯棠，1997）。雖然

胡氏是用今日器具來拍攝，但由於算盤、古時書信、告示、葫蘆和字帖等物件，

觀眾假設它們「應」存於古中國裡。藉由這些道具，胡氏營造出傳統中國的江湖

意象（陳儒修，2000），間接指涉「犯禁」時空是在遠古中國。 

 

    因此，擺設的陳列，可舖陳「古中國」特質，約略點出行俠故事的發生時地，

間接詮釋「犯禁」時空背景。 

 

    2.擺設烘托俠士精采絕技： 

    但是，光說「營造古中國氛圍」的擺設，似乎難以全然解釋武俠世界的特質。

舉例來說，古意盎然的陳設，在古裝片中皆能尋得。只要場景設於古代，那麼便

會有傳統造景出現。究其所以，武俠片之特定佈景，還能為武打場面服務，構塑

俠客的武藝絕倫。秉持著蓋世武功，俠才能成功的以「武」犯禁，屨次出生入死，

完成有利蒼生的任務。 

 

    舉例言之，《武狀元黃飛鴻》末尾、《男兒當自強》開場戲，均有竹梯架設。

透過竹梯展現，黃飛鴻與嚴振東能凌空對打，各踩在駕空竹梯的一端，宛若玩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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翹板一般，比誰內力挺的久、平衡感最好、最晚摔下竹梯。雖然楊明昱（2001）

曾批評，這個竹梯似乎太矯柔了些，讓人一看便知是為武打場面安排，便利俠士

表現奇招絕技。但話說回來，我們不也可藉由竹梯一景，理解黃飛鴻身懷精采絕

技，擁有與武夫嚴振東對打的本錢？繼而成為世人心中「最」能除惡者，化身為

懲兇伏魔的寄託？ 

 

    這種為武打場面設計的造景，似乎是武俠片之通例。如胡金銓的《大醉俠》，

曾出現大醉俠運用內力，僅憑一指之勢，將巨石舉上天。但細看「巨石」，其實

是保麗龍上漆之後的產品，這顯然是特為運功場面準備的（否則，為什麼不搬顆

真的石頭呢？）。 

 

    經由特殊素材的道具，影人能烘托俠武藝過人之處。換個角度看，影人為描

寫俠之「武」特質，會在道具上「動點手腳」，讓觀眾明白，俠士身懷絕技，可

用高超武術解決艱鉅任務，完成世人「替天行道」的期許。 

 

    3.擺設代言俠客磊落心性： 

    在《男兒當自強》中，多個場景均設於糧倉。糧倉地上舖滿了黃沙，均為障

眼之物。按照常理來說，如果黃飛鴻一心求勝，其實可以趁漫天飛沙之際，予對

方致命一擊，達成戮敵的目標。 

 

    但黃飛鴻沒這麼做。相反的，他總是等待沙土落定，敵人能看清眼前事物時，

才準備接招。換句話說，黃飛鴻在等候「敵明我明」的情況，好準備公平的武鬥。

相對於惡人，如武夫嚴振東便多次趁沙塵滿佈時，藉機偷襲黃飛鴻，希望趁「敵

暗我明」時求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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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武鬥場景的安排（如什麼時候該揚起塵土），自然必先安排好。在平日

的武打場面，能否輕易的捲起飛沙，恐怕是未定之數。因此，影人藉特殊場景的

安排，點明俠士雖身處險境，但仍不忘「敵明我明」原則，指涉其磊落個性。 

 

    總括來說，武俠片之擺設是以「營造古中國氛圍」為前提。同時，基於武鬥

場景需求，影人可選擇特定道具，經營更精采的武打畫面，強化俠「深諳武術」，

突顯以「武」犯禁的「武」特質。另外，我們從武鬥場面的營造可知，俠士喜歡

「敵明我明」的戰鬥，不喜「勝之不武」的打鬥。因此，武打場景可指涉俠客正

大光明的個性，區辨「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武夫。 

 

（八） 時間：  

    以《黃飛鴻》片集為例，故事時間設於清末中法戰爭、清末廣州起義、3慈

禧當權之時。因此與其以「時間」名之，不如說是交待黃飛鴻「行俠」的「時間

背景」。透過一連串的歷史事件架構，將黃飛鴻的事蹟與歷史人物（國父、陸皓

東、李鴻章等）扣合，做為行俠背景。 

 

    但深究片中出現的時間背景，我們可以發現，不合史實之處甚多。比方說，

俄人並未暗殺李鴻章，相反的，還相當「珍惜」李鴻章，希望藉由李鴻章談成中

俄某些協定（羅卡、吳昊、桌伯棠，1997）。因此，慣常時間背景之作用，絕非

引入史實，做史料佐證依據。那麼，影人將俠置於某段歷史時間，其用意何在？ 

     

    觀察《黃飛鴻》片集之時間背景，我們可發現，影人將行俠時間設於清末─

─一段「失序」的情境。包括列強環伺、白蓮教徒叛亂、革命黨起義、官員作亂⋯⋯

等等，構塑了非常不穩定的時局。既然大局如此不定，那麼老百姓遭殃的機會也

                                                 
3廣州起義是後人所加的名字。從劇中出現的青天白日旗（陸皓東設計的旗幟），出場的  國父、
陸皓東等角色，作者推斷，時間點應為廣州起義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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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多，自然需要有人能「平不平」，為百姓出口怨氣。因此，選擇動亂的時間點，

其實製造了犯禁情境，說明「犯禁」面向。 

 

  關於「動亂時代情境」，也能在其他武俠片中發現。如《龍門客棧》是設在

明末宦官作亂、盜匪四起之時；《笑傲江湖》亦是置於明末，交待海賊、日寇侵

擾的背景；《策馬入林》和《新蜀山劍俠》則置於五代，中國紛崩離析、政權不

穩定（少有皇帝能掌政超過十年）的情況。 

 

  因此，透過歷史背景納入，除能構築俠為古代中國人的造像，還能帶出時局

特點，突顯需要「體制外」正義的理由。既然俠行是體制之外，就正規體系而言，

那便是「犯禁」表現。換句話說，藉由特定時間的選擇，影人能描述王法不彰，

私人武鬥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彰顯俠行是「不屬體制」的正義。 

 

（九） 地域：  

    以《黃飛鴻》片集之地域為例，慣常地區包括廣東、北京和租界，均是黃飛

鴻所經之處。因此，更直接的講，「地域」其實就是俠客「游走區域」，描寫俠士

所居之空間環境。 

     

    細究黃飛鴻之行俠範疇，可發現之中提到的地域，皆是容易發生衝突之處，

讓黃有機會來「平不平」。《黃飛鴻》片集中，慣例場域多為廣州。廣州為清末開

放的通商港口之一，匯集了大批洋商、洋兵，也較易發生中、西之糾紛。在易發

生衝突前提下，如果遇上仰仗國勢、欺壓弱者的洋人，便需要一位英雄來替天行

道。因此，若將廣州做為行俠地域，其實能提供不少犯禁素材，讓黃飛鴻有更多

機會來「平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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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容易發生族群衝突的地點，由於容易挖掘行俠題材，易受影人垂青。例

如《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之發生地為邊疆，可發展漢、苗衝突情節──由於東

方不敗擄走了苗族女子任盈盈的父親，華山派的令狐沖為出手相救，未料捲入日

月神教（外族信仰）和苗、漢糾紛，惹的華山弟子幾乎被砍殺殆盡，才使令狐沖

決定「報恩仇」，展開行俠故事。又如《東方不敗之風雲再起》中，行俠場域為

沿海地區，方能帶入扶桑入寇、葡萄牙欲侵佔中土的情節，引發外人與中國人的

衝突，最終才安排俠士收拾殘局。 

 

    因此，影人能選擇特定地區，以此發展出更多衝突點，提供俠士「平不平」

之機會。而這類地域通常是官府無力可管的。因此，特定地域的選擇，其實能強

化俠行與朝廷相對的意涵，強化俠士「犯禁」的特質，突顯俠行是「體制外」的

正義。 

 

    （十）江湖─犯禁時空與佈景：  

    對照上述分析類目，似乎沒有視覺元素，能完整解讀「江湖」之形貌。那麼，

做為構築俠之重要元素─犯禁場域，「江湖」會如何展現？如何落實在具體視訊

中呢？ 

   

    我們不妨先回歸「江湖」原初概念來談。從上文得知，「江湖」最早先指涉

「三江五湖」，暗指朝廷勢力鞭長莫及之區。是而，「江湖」意指王法難以落實之

地。從上文討論中，馬上得見江湖是「朝綱不振」的「地區」，才能提供俠士充

份機會犯禁，還不被嚴懲。 

 

    1.江湖與「朝綱不振」的情境： 

    那麼，「朝綱不振」和「地域」，會如何在視訊中展現呢？從上述討論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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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人能選擇某段時序時間點，來發展武俠故事。在這個動亂情境中，人們無法藉

王法處理糾紛，因此只能藉由私鬥（俠行），化解彼此衝突。於此，所謂的「朝

綱不振」，可在影人交代的歷史事件、相關情節裡尋得。運用武俠片之慣常「時

間」，影人能陳述朝綱不振情境，詮釋必須依靠俠客的「犯禁」，才能伸張老百姓

的冤屈。 

 

    舉例來說，《黃飛鴻之獅王爭霸》的行俠場景設於北京。按照道理講，北京

為天子腳下，理當是治安良好，不容惡人懲兇、也不需俠士來「平不平」。但是，

《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中，卻安排北京在地惡棍─趙天霸。趙天霸結黨營私，在

大官面前也能為所欲為，官員卻拿他沒輒。這突顯了清末法紀不彰的情況（在天

子腳下都能如此，何況是其他省份、邊陲鄉鎮呢？），構築了需要俠士相助的情

境，提供「犯禁」（聚徒屬、離於私勇）的空間條件。 

 

    2.行俠場域與「地域」、「造景」： 

    而關於「地區」特質，對應前文之類目，可在「地域」中見出端倪。影人能

利用易見衝突的地帶（如邊疆、沿海），據此推展「不公義」的劇情，供俠客「平

不平」。 

 

    除了特定地域，行俠之「地區」，也可以是人文景觀的地物，如第貳章言及

的寺廟和山寨。據此，對應前面的類目，臨時搭建的「道具」、「場景」（如《武

狀元黃飛鴻》、《男兒當自強》的糧倉），亦是俠客游走的範疇，是建構「江湖」

視訊的元素之一。 

 

    因此，武俠世界的「江湖」，是個整合多樣視訊的概念──從特定時間點，

可知當時王法不振的狀況，構築需要「犯禁」的情境。而特定地域、場景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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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指涉衝突故事發生地。鏈結「時間」、「地域」和「佈景」元素，可架構出「犯

禁」的條件，並架構江湖外貌，具像化行俠地域。 

 

    （十一）慣常對話： 

    對話則能彰顯行俠動機，「以武犯禁」做合理化的解釋。也就是透過對白，

影人能融入行俠理由，告訴觀眾「他為何犯禁」、「犯的是何種禁令」，進一步詮

釋俠之犯禁行為和原因，豐富俠士「犯禁」的內涵。 

  

1.展現磊落胸襟： 

    在《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中，白蓮教徒看見身穿洋服的十三姨，一口咬定

她是「洋妖」，欲追捕十三姨。黃飛鴻眼見十三姨遭劫，便出手相助。和敵手武

打之際，對方突然施放迷香，欲陷黃於絕境。 

 

    黃飛鴻對此舉十分厭惡，斥責教徒：「其行不正，欺神騙鬼，還說什麼保家

衛國？」這邊的「正」，指的就是「正正當當」，不做見不得人的事。雖然白蓮教

徒的動機是善的，旨在扶清「滅洋」。但是，黃飛鴻看不慣教徒施用暗招，因此

不僅痛責白蓮教使小手段，還連帶否定了他們的保家衛國的能力。 

 

    換句話說，黃飛鴻認為武鬥必須以正大光明為前提。習武人若居心不正，那

麼有再遠大的目標也是枉然。由對話可知，黃飛鴻十分重視磊落行為，認為是武

者基本要件。這樣的觀點，指涉俠士行事坦蕩的原則，區辨「非」俠者。 

 

2.表現利他作風： 

武俠片之慣有對話，可融入行俠動機，將私鬥合理化成有利天下的作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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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從《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開場對話中，能發現這個特質。《黃飛鴻之男兒當

自強》以黃飛鴻、嚴振東兩人的武鬥揭開序幕。場景如下： 

 

（嚴振東擋住了黃飛鴻的去路。） 

嚴振東：「黃飛鴻！」 

黃飛鴻轉頭對弟子說：「深山遇虎，難免一戰，把被拐的女人找出

來！」 

弟子們：「是！」於是轉身尋找失蹤的女子。 

嚴振東：「虎口不留生，找得到都出不去！」 

黃飛鴻：「嚴家鐵布衫，揚名佛山。閣下一代宗師，何須因名失義？」 

嚴振東：「哼，我要你的無影腳，跪在我面前！」 

 

對話當中帶入了「嚴家鐵布衫」、「無影腳」等詞彙，為武術專門詞語，勾勒

黃飛鴻是習武人，強化「武」的面向。同時，對談當中又交待了行俠理由，是為

了找尋被拐賣的女子，屬於「平不平」的範疇。 

 

再加上嚴振東揚言「虎口不留生，找得到都出不去」，不但力阻黃飛鴻「平

不平」，還揚言要取其他人性命。因此，黃飛鴻「迫」於無奈，在顧及大局的情

境下，必須先擺平嚴振東，才能完成「平不平」任務。 

 

從對話之中，構塑出黃飛鴻是「被迫」出手的（他本人並沒有主動出擊的意

思）。觀其行事理由，似乎也相當合理，是為天下蒼生服務，並非單純滿足私心、

逞兇鬥狠。因此，黃飛鴻固然「以武犯禁」，但我們卻能在對話中找出他傷人的

「正當」依據，認定其作為相當合理。 

 

    因此，透過對話，觀眾能理解行俠動機，肯定私鬥作風。換個角度來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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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利用慣常對話，交待行事緣由，讓俠能正正當當的以武「犯禁」。 

 

    3.詮釋「極致」的利他行為：  

    俠之所以為俠，有一特點便是「利他精神」。如太史公所說，俠客能「不愛

其軀」，為了實踐某個理想，犧牲自己也再所不辭。這樣的利他作風，也可以在

黃飛鴻俠行中見到。縱使狀況已十分兇險，甚至危害自己生命，黃飛鴻依然能勇

往直前，展現「捨己救人」的風範。我們從黃飛鴻的對話中，可以體現到他的利

他精神。 

 

   （ａ）《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開場戲對話：  

    例如在《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開場時，黃飛鴻為了搭救被拐賣的女子，不

惜深入敵人要塞，和武夫嚴振東相抗。雖然面對的是武藝精湛的對手，但黃飛鴻

卻只留下一句話：「深山遇虎，難免一戰，把被拐賣的女人找出來」。 

 

    既然黃飛鴻已說出「深山遇虎」的話語，表示他很清楚身陷險境，有一場硬

仗要打。但他仍堅持自己的理想，希望搭救被拐賣的女子。如果是一般常民，很

可能就棄械逃走，或者是另搬救兵，不願曝露在危險之中。 

 

    而從對話可知，黃飛鴻為了天下蒼生的福祉，可以性命相交，將利他行為發

揮到極致。因此，從極致的利他行為出發，我們得以區辨俠與常民的不同，更深

入理解俠士特有作風。 

 

（ｂ）《黃飛鴻男兒當自強》末尾對話： 

    在《黃飛鴻男兒當自強》末尾，黃飛鴻為救受重傷的陸皓東，讓自己陷於槍

林彈雨，甚至不惜與大內高手─納蘭元述火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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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常人的想法來看，大家都知道子彈是不長眼睛的，應找掩閉來保全自身；

若後頭又有官兵追趕，那麼狀況就更加急迫，不但要尋覓掩護處，還要趕快逃跑。

這時，連保命都來不及了，何況是救人？ 

 

    面臨危急處境，黃飛鴻只有一句話：「皓東兄，我來揹你。」展現不顧自身

安危，但要保全他人生命的決心。從對白中，我們可以體認俠士極致的利他作風，

更深刻的體會「不愛其軀」的特質。 

 

 （ｃ）《武狀元黃飛鴻》對話：  

    《武狀元黃飛鴻》中，黃飛鴻曾搭救一名被拐賣到金山的老人。但是，由於

清廷官吏與美方早有密約，黃飛鴻救人的舉動，不但得罪美方，也卯上了清朝官

員。黃飛鴻為了搭救老人，不惜官員開打，甚至面臨牢獄之災，也不願老人在落

入奴隸販子手中。在對打末尾，黃飛鴻只丟下幾句話： 

 

「不必追了，你們要抓的人在這兒！」 

「我是主使，我跟你們回牢房。」 

 

    由對話可知，黃飛鴻寧可犧牲自己名譽，卻也要「平不平」（搭救被拐賣的

老人）。因此，對話帶出了黃飛鴻的利他作風，再一次說明黃為「俠」的特點。 

 

    從對話構築利他精神，在其他武俠片亦能得見。例如在《笑傲江湖之東方不

敗》裡，華山弟子明明要退隱江湖了，但偏巧遇上了東方不敗。華山弟子為了保

護任盈盈等人，避免東方不敗入寇，因此仍使出渾身解數，戮力迎敵。對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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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山弟子Ａ：「東方不敗！」 

         華山弟子Ｂ：「他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華山弟子Ｃ：「我們不是要退出江湖了嗎？」 

     華山弟子Ｄ：「不管了，先打了再說吧！」 

     （眾華山弟子擺開陣勢） 

     眾華山弟子：「劍陣！」 

 

    換句話說，華山弟子為了保衛苗人山寨，不但有勇氣面對東方不敗，將自己

的安危放在一邊；同時也把退出江湖的個人意念，拋諸腦後。這些均是利他行為

的具體表現。 

 

    4.表現仁恕精神： 

    大凡武鬥，沒有不傷人的。俠士擁有仁心，能「得饒人處且饒人」，炯異於

好戰的武夫（吳瓊，1996）。例如在《黃飛鴻》片集中，黃飛鴻深怕傷害對方，

多會好言相勸，萬不得已才動手。就算動了手，也會原諒對方的過錯，顯示俠士

的「寬恕」精神。我們從《黃飛鴻》片集之慣有對話中，可發現仁恕之道的展現。

這些交待了黃飛鴻人格的可貴處，劃清了俠、常民、武夫和惡人的界線。 

 

（ａ）《武狀元黃飛鴻》對話：  

    在《武狀元黃飛鴻》中，黃飛鴻為保護被拐賣的老人，不惜與清廷官差大打

出手。在打鬥的過程裡，黃的居所被毀得一片狼藉，而官差更落井下石，將他定

罪入獄。雖然蒙受財產、名譽的損失，黃飛鴻只留下一句話： 

 

  「阿楷，拿鐵打藥為官差們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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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對話可知，俠客雖承受不白之冤，但卻仍不計前嫌，為官員們療傷。這顯

示了俠士的寬恕精神（否則就會計較『前債未清』），還有仁心特質（不忍官差傷

勢繼續惡化）。這樣極致的仁心、寬恕，都很難在常民、武夫或惡人身上覓得。

透過對話，構塑出俠士特有的人格特質，詮釋黃飛鴻之所以為「俠」的理由。 

 

   （ｂ）《黃飛鴻之獅王爭霸》對話：  

    在《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中，安排了惡人鬼腳七的角色。鬼腳七原先為惡棍

趙天霸服務，為虎作悵，不但企圖擄劫十三姨，還對黃飛鴻出手，招招都卻置黃

於死地。但當鬼腳七受腳傷時，黃飛鴻不忍見他受苦，不計前嫌的幫他療傷。從

下列對白中，可以看出端倪。 

 

        黃飛鴻：「鬼腳七，你的腳可以治的。你不讓我治，以後就變成瘸子

了。」 

鬼腳七：「黃飛鴻，我不信你對我好，我就不讓你治。」 

（隨後鬼腳七極欲掙脫，爬出屋外淋雨） 

黃飛鴻：「鬼腳七，你的腿不能碰水的。」 

（鬼腳七不讓黃飛鴻碰觸，黃飛鴻飽以老拳） 

黃飛鴻：「好，你可以打我，等到傷好了之後再打。」 

     

    從對白之中，我們完全看不出來黃飛鴻與鬼腳七曾交惡。黃飛鴻對鬼腳七的

態度，就好像對待極需救助的病人一般。換句話說，黃飛鴻完全沒將過往前嫌放

在心上，是寬恕的表現。他不忍鬼腳七受病痛折磨，出手相救，則是仁德精神表

現。惡如趙天霸、善如黃飛鴻門下弟子，每個人見著鬼腳七的模樣，都相應不理，

不願意施救。從救治鬼腳七的對話裡，我們得見黃飛鴻「仁恕」的美質，區辨俠

與常民、惡棍的不同，奠立了「仁恕為本」的俠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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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武俠片中，亦能發現「對話」與「仁恕」的關係。如《青衫客》中，

俠客初次對上惡地主，本可除之而後快。但是，俠士卻希望地主能「改過向善」，

因此放過惡人一馬。透過對白，我們能領會俠士不嗜殺，具仁厚、寬宏的性格。 

 

    5.代言俠客重義輕名利的個性： 

    對話也展現了黃飛鴻重義輕名的特質，和傳統對俠士「重義氣」的想像，十

分一致。試看： 

 

黃飛鴻：「嚴家鐵布衫，揚名佛山。閣下一代宗師，何須因名  

       失義？」 

嚴振東：「哼，我要你的無影腳，跪在我面前！」 

（嚴振東隨即出手，攻擊黃飛鴻。） 

 

    在可預期的武鬥發生前，黃飛鴻還對嚴振東好言相勸，希望他能考慮「義

理」，別「因名失義」。這突顯了黃飛鴻兩個特質。其一，明知武鬥在即，但黃仍

不放棄求和的打算，避免傷亡，彰顯黃「不輕易動手」的「武德」精神。其二，

從上述對話可知，黃飛鴻盼望對方別「因名失義」，也就是在「道義」和「名望」

的選擇中，黃飛鴻看重前者、輕忽後者。這也顯示了黃飛鴻是講道義的俠客，炯

異於重利的武夫。透過對話的描寫，呈現了俠客的角色性格─重道義、尚武德、

輕名利。 

 

    這種特質亦能在其他俠客身上覓得。例如《青衫客》中的俠客，最末終於手

刃一干惡棍，幫鄉里尋回安定。雖然居民十分感謝他，希望他留下來、好好禮遇

之，連鎮上的美女也有意以身相許，以謝俠客恩德。可是，該名俠客卻指出「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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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求回報」，連名字也沒留下，便飄然離去。 

 

    因此，武俠片的對話能構塑俠客淡泊名利的樣貌，突顯俠士不求回報的特質。 

 

    6.點出犯禁時空用語： 

    在上述對話中，可見不少文言文的詞彙。包括「深山遇虎，難免一戰」、「虎

口不留生」、「因名失義」等成語。不論在時裝電影、未來電影或現實生活中，我

們極少用到這些字詞。又如「閣下」等稱呼，似乎是舊時應用文的慣見語彙，為

尊稱對方的用詞。 

 

    透過成語及舊式用語的構塑，俠士對話的風格，顯得古意盎然。試想，如果

不是存於古老時空，為什麼會用舊有體例溝通呢？因此，對話中文言文詞彙，能

構塑了俠特有的談話風格，彰顯其古中國背景。 

 

    類似的例子，亦可見於《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劇中最常出現的語句為「天

下風雲出我輩，一入江湖歲月催。狂圖霸業談笑中，不勝人間一場醉。」這種句

型和押韻方式，其實十分類似古詩格律。回過頭來想，這套句法實為今人所罕用。

但俠士卻能將它當做口語，動不動就吟誦幾句，這是否暗示著：該句法為當下流

行的文體？讓俠士朗誦它時，就像喝白開水般的自然？──因此，從對白的慣用

句型中，我們可以找出「古詩」的線索，對應至「古人」的生活形態，理解俠的

古中國出身、特定言談風格。 

 

    總括來說，在對話一環，能點出俠士特質─磊落言行、正義形像、利他情操、

仁恕精神、看輕名利，區辨俠與常民、武夫、惡人的不同。另一方面，對話間帶

入武學詞彙，可描摹俠士所關切的話題，突顯俠士「習武」的身份，強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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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顯行為。再者，對話多用文言文體裁，可詮釋俠士的古中國出身，更精確的構

築俠形像。 

 

   （十二）框現符碼之慣常形式─鏡頭語言： 

    1.特寫強調俠客富正義感： 

    影片之慣用鏡頭，能將焦點置於俠士嫉惡如仇的神情，突顯俠客富正義感。 

 

    在《黃飛鴻》片集中，當黃飛鴻看見同胞受難，都會流露義憤填膺的神情。

更特別的是，影人慣用「特寫」鏡頭，讓觀眾能更深的體會到黃飛鴻的「不滿」，

強化黃飛鴻嫉惡如仇的一面。 

 

    舉例來說，在《武狀元黃飛鴻》裡，影人先用中景帶出民眾被濫殺的情況，

再以遠景攝出人民紛紛重傷，倒地不起。原本是中景、遠景為基調的鏡頭，帶到

黃飛鴻時，會突然轉成特寫，讓黃的憤慨表情佈滿半個畫面。 

 

    誠然，黃飛鴻面部表情也可用中景、遠景、超遠景拍攝，也不會對劇情造成

太大影響。但是，從特寫的運用目標來看，特寫是有重要意義的──如果不是特

別需要強調的重點，影人根本不會用特寫呈現（Bordwell，2001）。 

 

    換句話說，影人刻意以「特寫」展現黃飛鴻路見不平的反應，突顯黃飛鴻極

具正義感的性格。 

 

    2.移鏡、視角陳述武鬥過程： 

    影片的慣用鏡頭，也具有烘托「武」面向的功能。經由特寫運用，觀眾能看

到出招所有細節，強化「招式」之外顯行為。透過特殊視角的選取，觀眾能看到



 87

「最」能突顯俠客武藝之畫面。而鏡頭位移，則讓觀眾的眼睛跟著武鬥動作跑，

不漏掉任何一場面。 

 

    先從鏡頭遠近來說，近景和特寫多用施奇功的動作。舉例來說，當黃飛鴻要

展現獨門絕活─無影腳時，影人可能用特寫形式，將焦點擺在黃飛鴻的「腳」上，

讓觀眾清楚看見黃如何出招。 

 

     在視角處理上，角度選擇也以仰角為主。歸究其因，是因黃飛鴻出「腳」

的場景較多。細究其因，如果採俯角，那根本見不著黃飛鴻怎麼踢（因為從高處

看，不論上踢、平踢、下踢，看來都是踢的動作，只是腿的長短不一而已）；如

果採用仰角，那麼黃飛鴻步子的移動方式，便能一清二楚。因此，在角度使用上，

多以仰角呈現，彰顯黃飛鴻的武功「步數」一流。 

 

    關於移鏡部份，鏡頭總是隨著武鬥人物推移。因此，移鏡是以武鬥狀況為宗，

聚焦於武打狀況，強化俠之「武」面向。 

 

    因此，總結來說，符碼能點出俠士美質（磊落操守、正義化身、仁恕為本、

利他精神），並將「武」與「犯禁」（以武力違抗朝廷、聚徒屬、離於私勇、以私

劍養）具像化。而透過鏡頭語言，影人能選擇構塑這些元素的方式，強化俠形像

的某些成份（仰角突顯神功過人；特寫展現俠士正義凜然的表情），構塑更鮮活

的俠形像。 

 

 

第五節  符碼、鏡頭語言之整體運作與俠形像構塑： 

    從上文中可得知武俠片專屬之慣例符碼、鏡頭語言為何。本節擬整理構塑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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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像的要素，將視覺元素完整呈現。另外，前文曾羅列武俠片視覺元素、意涵與

功能，由於是逐一列舉，不免會讓人「見樹不見林」的感覺，難窺見這些形式之

於俠形像的「整體」功能。因此，本文擬在第（二）大項中，以《黃飛鴻》片集

之片段為例，詮釋符碼總體運作和俠形像的關係。本章末尾則總結符碼、鏡頭語

言和俠形像的關聯，釐出「何者為俠」，讓讀者能更清楚理解俠之「全貌」。 

 

    （一）構塑俠形像之符碼、鏡頭語言： 

    據上所述，形塑俠形像之武俠片符碼、鏡頭語言包括： 

 

    1.武打明星。 

 

  2.古裝：標示俠之平民出身。 

  

  3.武器：突顯俠士諳武術、代言俠士美質。 

 

  4.招式：俠士除惡的必備方式；展現俠士仁厚美質。 

 

  5.行俠時間：朝綱不振的動亂時代。 

 

 6.行俠場域：王法的三不管地區。 

 

  7.道具：比喻磊落言行；突顯俠士深諳武術的特長；表徵犯禁時期的器物 

    特質，點出犯禁的概略時間。 

  

  8.國樂：歡慶俠之利他行為；表徵犯禁時期的文物特質，間接點出行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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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9.武打慣用聲效：包括武鬥嘶吼、器物斷裂聲。展現俠士使盡渾身氣力，  

      也要為民服務，突顯俠之利他作風。 

 

  10.光線：表現俠客嫉惡如仇；烘托武鬥詭譎情境；點出俠士利他作風。 

 

  11.江湖：構連犯禁精神、時間、場域、造景。 

 

  12.對話：呈現俠士利他、仁恕等美質。 

 

    13.鏡頭語言：展現武藝超凡、俠富正義感的特質。 

 

如下表所示。 

 

表 5  構塑俠形像之外顯形式 

（一）專屬符碼 電影實踐 如何為俠形像服務 

武打明星     擔綱俠士之武打明星，如李

連杰等。 

    1.明星表情點出俠富正

義感、磊落心性。 

    2.明星之習武資歷，能豐

富俠客武鬥行為的表現。 

俠

客

樣

貌 

武打招式     慣常出現的武打動作，如無

影腳。 

    1.俠士實踐利他行為的

手段。 

    2.出招方式突顯俠之寬

仁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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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裝     俠客衣飾。     衣著指涉俠為平民，說

明俠為「體制外」人物。 

    俠客所持的器械，包括刀、

寶劍和棍等傳統兵器，或不起眼

的隨身器物。 

    1.傳統器物暗示俠的古

中國身份。 

    2.寶劍具隱喻功能，彰顯

「以武犯禁」的正當性。 

    3.隨身器物突顯神功蓋

世，說明俠能以武犯禁的「本

錢」。 

 

武器 

    俠士從不用暗器。     4.展現磊落心性。 

武打慣有聲

效 

    揮拳聲、拳腳撞擊聲、嘶吼

聲、器物碎裂等聲效。 

    1.具體記錄俠士除惡的

過程。 

    2.標示了俠在為民服務

時，付出了相當氣力，突顯

利他作風。 

    音樂包括：傳統古曲；或今

人所譜，但以國樂演奏的歌曲。 

   1.間接點出「犯禁」時空

背景。 

    當俠行使正義時，主題音樂

常跟著出現。 

    2.音樂能歡慶俠之利他

行為，構塑俠若救世主的樣

貌。 

國樂 

    隨著武鬥場景，聲量也會有

變化。 

    3.藉著聲量的變化，可烘

托武鬥氛圍。 

俠

士

週

邊

環

境 

塑造古中國

氛圍的擺設 

    桌椅、典雅圖案的窗櫺、古

畫和算盤，都仿自古代器物。 

    1.藉由文物設置，間接點

出「犯禁」時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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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人能利用擺設（如漫天黃

沙），塑造場面的詭譎不明。待場

景「化暗為明」後，俠士方能出

招。 

    2.展現俠士正大光明，不

願偷襲他人的個性。 

 

    某些擺設是事前安排好，為

武打場面服務。 

    3.突顯俠士武藝過人的

面貌。說明俠士何以能成功

的以武犯禁。 

行俠場域     渾然天成的自然環境、不是

因應電影搭建的造景。 

    1.交待行俠空間（中國）。

    2.某些場域具特定背

景，可據此衍生出犯禁情節。

行俠時間     行俠歷史背景，如清末。     1.行俠的時間背景（古

代）。 

    2.影人可能選擇某段動

盪的時間點，以編織犯禁情

節。 

    燈光色彩：光線變化多在俠

士面對惡人懲兇之時。 

    1.突顯俠富正義感的性

格。 

武俠片慣用

的光線 

    打燈方式：聚焦於武鬥場面。     2.使觀眾能清楚的俠客

怎樣懲兇伏魔，點清俠如何

完成「利他行為」。 

 

江湖     是犯禁精神與場域、造景、

時間點交融的結果。 

    「江湖」可構塑「犯禁」

特質與氛圍，將犯禁場域具

象化。 

俠

之

對

展現俠客美

質的「對話」 

    「深山遇虎，難免一戰。把

被拐的女人找出來！」 

    1.解釋行俠動機，將私鬥

合理化為利他行為。 



 92

    「欺神騙鬼，還談什麼保家

衛國？」。 

    2.突顯俠士光明磊落特

質。 

    對待欺善怕惡的官差，黃飛

鴻能不計前嫌，以寬厚為本。例

如： 

    「阿楷，拿鐵打藥為官差們

療傷。」 

    3.仁恕為本。 

對

談

內

容 

 

    「不必追了，你們要抓的人

在這兒！」「我是主使，我跟你們

回牢房。」 

    4.利他精神。 

（二）構塑俠之鏡

頭語言 

電影實踐 如何為俠形像服務 

鏡頭遠近     當俠士流露嫉惡如仇的神

情、或眼神凝定的表情時，影人

慣用特寫呈現。 

    強化俠形像之正義感及

光明磊落。 

視角     當黃飛鴻出招時，影人慣用

仰角呈現，選擇有利觀看武打動

作的視角。 

    強化俠以「武」犯禁的

「武」樣貌，使觀眾理解俠之

武藝蓋世，並非泛泛之輩。 

移鏡     鏡頭跟著武鬥動作移動。     理解俠行使利他行為的

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符碼、鏡頭語言構塑出的俠形像： 

    1.符碼之於俠客外貌： 



 93

    在俠外貌部份，包括明星外貌、衣著、武器等符碼，都能形構俠樣貌。「明

星」特有的臉孔，便為俠客長相提供直接詮釋，點出俠客應具備的相貌。而在「衣

著」層面，憑著俠客所穿著的衣衫，讓觀眾可以辨別他是古代中國人的身份。至

於所攜之傳統「兵器」，也能點清俠的古中國特質。透過明星外貌、古裝和武器，

讓人對俠的形貌有具體認知。 

 

    2.符碼之於俠客美質： 

    俠客美質可藉對話、場景、配樂、武器和鏡頭語言來展現。透過俠士之慣常

「對話」，可解讀出：俠富正義感、磊落、仁恕和利他之特質。 

 

    至於「場景」，則彰顯了俠士希望「明爭」、不望「暗鬥」的個性。再若「配

樂」，能代言俠之利他行為，歡慶其善舉。再論「武器」，寶劍能暗喻俠之正義特

質；而俠士從不用暗器，則彰顯其坦蕩言行。又如「鏡頭語言」，影人慣用「特

寫」、「明星表情」描述俠士嫉惡如仇的神情，突顯了俠之正義性格。 

 

    換言之，對話、場景、配樂、武器和鏡頭語言，可標明俠士之內在特質。我

們從對話、場景、配樂和武器可知，俠是磊落、富正義感、仁恕和利他行為的表

徵，可與常民、武夫或惡人區隔。 

 

    3.符碼之於武鬥手段： 

    秉持著俠士特有的操守，當俠客「路見不平」時，可能選擇武鬥為解決問題

的手段。所謂的武鬥手段，必須是奠基在前述磊落、正義、利他和仁恕的前提。

如果單就「武鬥」要素，那麼惡人也會武術技擊，豈不是將惡人與俠畫上等號了

呢？配合前面的俠客特質，可以得知，武鬥是俠為追求正義，不得不採用的手法。

而影人能從道具、武器、衣服、字彙、招式、鏡頭語言、燈光、配樂聲量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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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托出俠士「武鬥」的樣態。 

 

    在道具部份，某些佈景是專為武打場面而設的。透過特殊道具的使用，能形

塑出俠士神功蓋世的一面，詮釋俠之「武」外顯行為。 

 

    至於衣著部份，當激烈武鬥結束時，俠士的衣裝還能一塵不染，顯示躲、閃

防衛得宜（否則早被敵人弄髒了）。因此武鬥時衣衫狀況，也有利突顯俠客「神」

功過人的一面。 

 

    再論招式，最典型的例子是佛山無影腳」。透過科技和鋼絲的協助，俠士功

夫能超脫物理限制，再次強化其「武」之外在特質。 

 

    鏡頭語言亦能烘托「武」面貌。經由特寫運用，觀眾能看到出招關鍵，強化

「招式」要素。透過特殊視角，觀眾能看到「最」能突顯俠客武藝之畫面。而鏡

頭位移，則讓觀眾不漏掉任一武鬥場景。 

 

    另外，藉燈光烘托，觀眾得以更清楚的聚焦於武鬥動作，是強調「武」特質

的手法。配樂音量大小，會依著武鬥場面而有變化。換句話說，配樂聲量可為武

打場景服務，能烘托俠之「武」特質。 

 

    4.符碼之於犯禁作風： 

    上述要素具體呈現在外，便構成俠士特有行為（以私人武力解決問題）。，

但若依上列特質推論，應是「俠以武利人」，不會變成俠以武犯禁。所謂犯不犯

禁令，應是朝廷的角度，描述俠行。因此，同一套舉動，在老百姓看來會是善舉，

但在官府立場言之，便是藐視王法（不依正規途徑）、觸犯法令（私勇、私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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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俠的具體表現（武鬥）和犯禁，指的其實是同一件事，只不過是從

不同角度觀照而已。由於帶入官府的觀點，無可避免的會將俠行與朝廷風氣扯上

關係。因此會有所謂利於犯禁的時空（朝綱衰敗時代、三不管地區），提供行俠

時機（王法不彰，私鬥是唯一手段），讓俠執行「體制外」的正義，符合普羅大

眾內心的想望。 

 

    影片中常描述，雖然俠士「犯禁」，但官府卻無力可管，讓俠屢次「偷渡」

成功。這說明了「犯禁」必須有政府無力、朝綱不濟的前提，否則俠士早就被「拉

出去，砍了」。藉由時間、空間舖陳，可說明當時社會結構，詮釋適宜犯禁的背

景。也基於這種時空特性，俠客才能繼續發揮其美質、特長（武力），「摩頂放踵」

以利天下而為之，成為官府頭痛的第一號人物。 

 

    透過動亂的「時間」、三不管的「地域」，提供俠士拋開王法、執行正義的好

時機，實現「體制外的正義」，為民服務。憑著朝綱鬆動的時空環境（江湖），俠

客擁有更多表現的機會，基於俠之美質，以私鬥行使義舉，繼續展現讓官府頭疼

的「犯禁」作為。 

 

    （三）符碼、鏡頭語言之整體運作 Vs.俠形像構塑： 

    就單個符碼的意義而言，《黃飛鴻》片集的慣有符碼，似乎亦表明了廣東文

化、清朝、古中國等意涵。那麼，在整體元素交融下，會呈現出何種俠形像呢？

本節擬以《男兒當自強》開場戲為例，詮釋符碼運作與俠形像的關聯。 

 

    《男兒當自強》一開場，影人先安排黃飛鴻與嚴振東的對決。用遠景帶出決

鬥場景──零亂糧倉（道具）中，座落著幾把竹梯（道具），並配上暗示燭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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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暗燈光，烘托武鬥的詭譎氣氛。 

 

接著，影人用了幾句台詞，帶出嚴振東和黃飛鴻武鬥之因。 

 

（嚴振東擋住了黃飛鴻的去路。） 

嚴振東：「黃飛鴻！」 

黃飛鴻轉頭對弟子說：「深山遇虎，難免一戰，把被拐的女人找出

來！」 

弟子們：「是！」於是轉身尋找失蹤的女子。 

嚴振東：「虎口不留生，找得到都出不去！」 

黃飛鴻：「嚴家鐵布衫，揚名佛山。閣下一代宗師，何須因名失義？」 

嚴振東：「哼，我要你的無影腳，跪在我面前！」 

 

    由於嚴振東揚言「虎口不留生，找得到都出不去」，力阻黃飛鴻「平不平」，

構塑出黃是「被迫」出手的情勢。觀其行俠動機，是為天下蒼生服務，似乎相當

合理。因此，黃固然「以武犯禁」，但我們卻能在對話中找出私鬥的「正當」依

據，將私鬥視為利他行為的表現。 

 

影人雖交待武鬥之因，但也只是用幾句話輕易點到而已。接下來的四分多鐘

裡，全是黃與嚴交手的情節。黃與嚴在竹梯上任意飛馳，似乎超越了地心引力的

限制，構塑兩人內力不凡的樣貌。當兩人決鬥時，由於黃飛鴻出腿的情況特多，

因此影人多以仰角鏡頭拍攝，讓觀眾看清楚黃的步子怎麼移，突顯神「腿」蓋世

的樣貌。在四百多個鏡頭中，採用仰角的鏡頭便有兩百多個，可見影人突顯「武」

要素的企圖。 

 

另外，糧倉中的竹梯、木柱，均是為武鬥場面所設的道具。只要黃飛鴻飛腿



 97

一劈，竹梯便應聲而斷；大手一揮，便能將樑上的木柱取下，做禦敵的武器。因

此，不難發現，片中佈景多為武打場面服務的，旨在構塑精采絕倫的武術奇觀。 

 

    大體而言，開場戲運用的符碼，似乎是以「武」面向為宗，突顯黃飛鴻為武

藝高強的俠客。我們從明星（李連杰為武打明星）、武器、招式、道具、燈光、

鏡頭語言的選用，均能看出端倪。 

 

    但是，光談「武」面貌，並不能完全彰顯黃飛鴻精神，無法掌握「何者為俠」

的精髓。舉例來說，嚴振東不也有厲害的招式（鐵布衫）嗎？他不也能在竹梯（道

具）間游走自如？當他要出手時，燈光難道沒有照著他，突顯他的武鬥情況嗎？

在他出腳、飛躍於空中時，鏡頭不也是仰角呈現？如此看來，黃飛鴻擁有的某些

外顯特質，嚴振東也有。是不是說明了，俠和「非俠」的界線十分模糊？或者是，

我們少考量了什麼面向呢？ 

 

    扣連武打情節，我們可觀照出「俠」與「非俠」之差異。比方說，透過光線

的使用，點出黃飛鴻雖知身於險境（詭譎糧倉），但卻仍毫不退縮，為天下蒼生

賣命。因此，渾沌不明的場景，構塑出情勢危殆，進而突顯黃的利他性格。 

 

    而特殊設置的塵土，則突顯黃飛鴻磊落操守，展現他重視武鬥倫理的一面。

造景也突顯了俠客心性。黃飛鴻與嚴振東是在糧倉內對打，倉裡地板舖滿了塵

土。兩人對決時，三不五時可見塵土飛揚、影響視線的狀況。但黃飛鴻從不在沙

塵滿天時出招，而是等「塵埃落定」，敵人也能看清眼前事物時，方才出手。相

較於武夫嚴振東，便多次趁沙塵滿佈時，藉機偷襲黃飛鴻。 

 

這樣武鬥場景（如什麼時候該揚起塵土）必先安排好。否則很難算準，何時

該捲起飛沙？何時該套好招？因此，藉特殊場景的安排，突顯黃飛鴻雖身處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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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但仍行事坦蕩，指涉俠士磊落個性。 

 

    而音樂的使用，則彰顯了黃的除惡善舉（利他行為）。當黃飛鴻開始武鬥時，

〈男兒當自強〉配樂也隨之而來，似乎在配合黃的俠行。當黃擊退惡人，嗩吶音

量會調到最響，配合勝利結局，彷彿歡慶「邪不勝正」結尾。在對話部份，我們

亦能理解黃是出於利他精神，為民服務。是而，透過對話、音樂，幾乎能將黃飛

鴻言行與「利他」形像緊密扣連了。 

 

    因此，透過光線、配置、對話和音樂，我們能理解黃飛鴻之所以為「俠」的

特質─行事合乎道義、言行磊落、胸懷眾生。至於武夫嚴振東，則是個完全相反

的典型，雖然深諳武術，卻沒有為俠的美質。參照嚴振東的作風，我們更能了解

黃飛鴻與一般習武人的相異處，更進一步的鞏固其「俠」地位。 

 

 

    （四）何者為俠？ 

    總體來說，俠士是個身懷絕技的英雄。他（她）具有下列特質： 

 

  1.心性磊落：  

    俠客胸懷坦蕩，凡事都明著來，從不暗地傷人。俠士相當堅持武鬥倫理（陳

平原，1998），絕不輕易使用暗器，主張光明磊落的競爭。從武器、對話和場景

安排裡，都能見俠客行事坦蕩的風格。 

 

    2.富正義感：  

    當俠士遇見邪惡之事，多流露出嫉惡如仇的神情，顯現他（她）極具正義感，

看不慣世間還有惡事。演員表情和慣常鏡頭，刻劃了俠是滿腔熱血的好漢。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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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透過明星表情、鏡頭語言，可構塑俠具正義感的個性。 

 

    3.極致的利他作為：  

    太史公曾云，俠客「不愛其軀」，為了顧全天下蒼生，俠士犧牲性命也在所

不惜。我們從武俠片慣常對話中，可以得知，縱然俠客身處險境，或許連生命都

不保，但他（她）仍不忘救人之職，可以「性命相交」，換取蒼生福祉。你我皆

有利他行為，但能像俠士這般發揮到極限的，可說少之又少。憑藉著利他作為，

得以點出俠高貴操守，區辨常民、只願利己的武夫、貪生怕死的惡人，確立俠客

的專屬特質。 

 

   4.仁恕精神： 

    「得饒人處且饒人」，俠士深怕傷害對方，常常好言相勸，忍到最後一刻，

萬不得已才動手。就算動了手，也會為敵手療傷，寬恕對方的過錯，「不念舊惡」。

我們從俠士慣常言談裡，可知其崇尚仁恕的個性──不輕易開殺，對惡人總是好

言相勸，希望對方能「放下屠刀，立定成佛」。憑著這點可貴的道德操守，俠客

能與好鬥的武夫劃清界線。 

 

  5.武鬥手段：  

    當好言勸說毫無效力，武鬥行為便是唯一解決手段。如韓非子所云，「俠以

武犯禁」，換句話說，以「武力」違反禁令，這樣的外顯行為，是俠不可或缺的

要素。當然，武鬥行為必須基於前面四個原則，也就是站在磊落、正義感、利他、

仁恕的基礎上，否則俠便與一般武夫無異了。 

 

    透過電影視訊的描寫，俠士能在鏡頭前展露精采絕倫的武藝（雖然多拜鋼

絲、特技之助），可以用柔弱的器物抗敵。在手無寸鐵時，還可以立即劈下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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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樑柱（這當然是事前安排的道具），以應不時之需。因此，經由視覺元素的建

構，俠士能一次又一次的展現武術奇景，讓人驚豔。 

 

    6.犯禁作風：  

    由於俠行涉及「私鬥」，是官府不能見容的。這些雖然武鬥是基於俠之美質，

但從當權者的眼光來看，等同於藐視王法（不依正規管道行事）、觸犯法制的「犯

禁」行為。也就是說，在市井小民的心中，俠行可被視為美質表現、義舉，但同

一套行為，在官府眼中其實是「犯禁」的表現。也可以說，犯禁概念和「正統體

制」是密不可分的。因為有了正統體系，所以俠行才能「被」判為犯禁。 

 

    由於俠客多存於亂世，是王法不振、甚至朝廷亦無力自保之時，憑藉這個有

利時機，俠士可暢其所欲的鏟除惡棍，還不被官府嚴懲。但是必須注意的是，俠

士犯禁（私鬥）必須站在磊落、富正義感、利他、仁恕等前提，否則便與武夫無

異。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由於朝綱不振，市井小民受到欺凌，卻無處申冤。俠

士的出現，正好給小老百姓出口怨氣的機會，執行利他行為，實現「體制外的正

義」，符合普羅大眾內心想望。 

 

    此外，俠士經常游走的地域，也給了他（她）犯禁機會。比方說，俠客可能

經常游走邊陲地區、沿海地帶。仔細看這類區域的特性，居住的族群紛雜，彼此

的生活習慣、語言文化又不同，發生種族紛爭是可以預期的事。在衝突事件多的

情況下，朝廷偏無力看管，只好請「非官方」的俠士「替天行道」，維持鄉里安

定，以利天下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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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在中國人心目中，俠客不啻是名英雄，也是體制外「替天行道」的寄託，

亦為武德、磊落操守的表徵。藉由世人不斷傳頌、書寫與映演，俠士擁有翩翩美

少年的外觀，武鬥動作「似行雲流水」之餘，心境還若「浩月清風」般坦蕩，憑

著「浩然正氣，一腔劍膽琴心」，在「江山萬里」間飄泊，活出「笑傲江湖」的

況味。4 

                                                 
4 以上節錄自《楚留香新傳》之主題曲〈楚留香新傳〉。原詞為「身似行雲流水，心如浩月清風。
笑傲江湖載酒行，有情卻若無情。滿懷浩然正氣，一腔劍膽琴心。江山萬里人飄泊，天地自在胸
中」。譚健常作詞、曲（1987）。收錄於《費玉清國語懷念老歌專輯》，英倫唱片公司出版。 


